
 

B3-Lesson 7 

Dì qī kè 

第七课  

一、选择。(Choose) 

 

1. 他们学习什么？           

  Tāmen xuéxí shénme ？ 

  

A. 汉语       

   hànyǔ   

B. 英语  

   yīngyǔ 

 

  

 

2. 他们说什么？           

  Tāmen shuō shénme ？  

 

A. 汉语   

   hànyǔ   

B. 英语  

   yīngyǔ  

 

  

 

3. 哪一个快一点儿 ？           

  Nǎ yí ge kuài yìdiǎnr ？  

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

                

 

4. 哪一个慢一点儿？           

  Nǎ yí ge màn yìdiǎnr ？  

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

               



 

5. 哪一个是“ 写汉字 ” ？           

  Nǎ yí ge shì “ xiě hànzì ” ？  

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

            

6. 你知道这个汉字怎么读吗？           

  Nǐ zhīdao zhè ge hànzì zěnme dú ma ？  

 

A. 知道，这个汉字读 “ rén  ”  

   zhīdao ，zhè ge hànzì dú “ rén ”  

B. 知道，这个汉字读 “ rèn ”  

 

  

zhīdao ，zhè ge hànzì dú “ rèn ”  

 

7. 他读英语吗 ？           

  Tā dú yīngyǔ ma ？  

 

A. 是的，他读英语。   

   shìde，tā dú yīngyǔ。  

B. 不，他说英语。  

 

 

   bù，tā shuō yīngyǔ。  

 

8. 汉语有几个声调？           

  Hànyǔ yǒu jǐ ge shēngdiào ？  

 

A. 汉语有 4 个声调     

   hànyǔ yǒu 4 ge shēngdiào  

B. 汉语有 5 个声调    

   hànyǔ yǒu 5 ge shēngdiào  

 

 

 

9. 你觉得这幅画儿有意思吗 ？           

  Nǐ juéde zhè fú huàr yǒuyìsi ma ？ 

  

A. 我觉得很有意思   

   wǒ juéde hěn yǒuyìsi   

B. 我觉得不好看 

wǒ juéde bù hǎokàn 

   

 

 

 

 

 



 

10. 这两件衣服的颜色一样吗？ 款式呢 ？           

   Zhè liǎng jiàn yīfu de yánsè yíyàng ma？kuǎnshì ne ？  

 

A. 颜色一样，款式不一样 

   yánsè yíyàng , kuǎnshì bù yíyàng     

B. 颜色一样，款式也一样    

   yánsè yíyàng ,  kuǎnshì yě yíyàng  

 

   

 

二、将下列词语排列成句子。(Organize the sentences.) 

 

1. 汉语    不错    他的   得    说    

  hànyǔ   búcuò    tāde    de   shuō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. 每天     她    英语     早上      都    读  

  měitiān    tā   yīngyǔ   zǎoshang    dōu   dú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3. 这   个   会    汉字    你   读   吗  

  zhè   ge   huì   hànzì    nǐ   dú   ma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4. 一起    他们    学习    汉字     写   

   yìqǐ    tāmen   xuéxí    hànzì    xiě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5. 知道    了    声调      你    有    吗  

  zhīdao   le   shēngdiào    nǐ    yǒu   ma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6. 觉得     有意思   你    比赛    足球    吗  

  juéde     yǒuyìsi    nǐ    bǐsài    zúqiú   ma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7. 她   来    中国         为什么  

   tā   lái   Zhōngguó    wèishénme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8. 发型     美丽     的   和    幸子     一样     的   不  

  fāxíng   MěiLì     de   hé   Xìng Zǐ   yíyàng    de   bù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9. Andy   比如说     运动      游泳      喜欢     很   

  Andy   bǐrúshuō   yùndòng   yóuyǒng   xǐhuan    hěn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0. 好主意   和    美丽    喝   确实    一起   咖啡   是  个  

  hǎo zhǔyi   hé   MěiLì   hē   quèshí   yìqǐ   kāfēi   shì  ge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三、选择合适的词语完成句子。(Choose the word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.) 

 

说     学习    读   写    有意思   确实    厉害   

shuō   xuéxí    dú   xiě   yǒuyìsi   quèshí    lìhai  

 

1. 你的网球打得很好，你真          ！  

  Nǐ de wǎngqiú dǎde hěn hǎo, nǐ zhēn         ！  

 

2. 听说你的爸爸去过法国，法国         吗 ？  

  Tīngshuō nǐ de bàba qù guò Fǎguó , Fǎguó        ma ？  

 

3. 我不会         汉字，可是我会           一 点儿汉语 。  

  Wǒ bú huì       hànzì ，kěshì wǒ huì        yīdiǎnr hànyǔ 。  

 

4. 美丽每天早上都        一个小时英语 。  

  MěiLì měitiān zǎoshang dōu        yí ge xiǎoshí yīngyǔ 。  

 

5. 我昨天          感冒了 ，可是我没有请假 。  

  Wǒ zuótiān        gǎnmào le ，kěshì wǒ méiyǒu qǐngjià 。  

 

6. 我现在不会做饭，可是我可以        。  

  Wǒ xiànzài bú huì zuòfàn, kěshì wǒ kěyǐ       。  

 

 

四、为下列句子选择合适的短语，将句子补充完整。(Choose the phrases to 

complete the sentences.) 

 

不仅…也      因为…所以     从…到…    

bùjǐn…yě     yīnwèi…suǒyǐ   cóng…dào… 



 

从…开始      是…的     …和…一样    

cóng…kāishǐ   shì…de    …hé…yíyàng  

 

1.      明天      ，我要减肥，每天只吃水果和蔬菜。  

      míngtiān     ,wǒ yào jiǎnféi , měitiān zhǐ chī shuǐguǒ hé shūcài 。  

 

2. 这里的房租     那里的房租      ，都很贵。  

  Zhèli de fángzū     nàlǐ de fángzū     ，dōu hěn guì 。  

 

3.      我喜欢中国，     我要学习说汉语和写汉字 。  

       wǒ xǐhuan Zhōngguó ，    wǒ yào xuéxí shuō hànyǔ hé xiě hànzì 。 

  

4.      深圳       广州， 开车只要两个小时。  

      Shēnzhèn     Guǎngzhōu, kāichē zhǐ yào liǎng ge xiǎoshí 。  

 

5. 她很喜欢运动 ，     羽毛球打得好，她游泳     很好。真厉害！  

  Tā hěn xǐhuan yùndòng，    yǔmáoqiú dǎ de hǎo，tā yóuyǒng     hěn hǎo。 zhēn 

lìhai ！  

 

6. 今天的饭       我妈妈做      ，特别好吃。  

  Jīntiān de fàn     wǒ māma zuò    ， tèbié hǎochī 。  



 

Answers: 

1. A 

2. B 

3. A 

4. B 

5. B 

6. A 

7. A 

8. A 

9. A 

10. A 

二、 

   Tā de hànyǔ shuō de búcuò。 

1. 他的 汉语  说 得 不错。 

Tā měitiān zǎoshang dōu dú yīngyǔ。 

2. 她 每天   早上   都 读 英语。 

Zhè ge hànzì nǐ huì dú ma? 

3. 这  个汉字你 会 读 吗?  

Tāmen yìqǐ xuéxí xiě hànzì。 

4.  他们一起学习 写 汉字。 

Nǐ zhīdao le yǒu shēngdiào ma? 

5. 你 知道 了 有   声调   吗? 

Nǐ juéde zúqiú bǐsài yǒuyìsi ma? 

6. 你觉得 足球 比赛有意思 吗? 

Tā wèishénme lái Zhōngguó? 

7. 她  为什么  来  中国? 

MěiLì de fāxíng hé XìngZǐ de bù yíyàng。 

8. 美丽 的 发型 和 幸子 的不 一样。 

Andy hěn xǐhuan yùndòng bǐrúshuō yóuyǒng。 

9. Andy 很 喜欢   运动， 比如说   游泳。 

Hé MěiLì yìqǐ hē kāfēi quèshí shì ge hǎo zhǔyi。 

10. 和 美丽一起喝咖啡  确实 是 个好 主意。 

三、 

lìhai，yǒuyìsi，xiě，shuō，dú，quèshí，xuéxí 

厉害 有意思  写    说   读   确实  学习 

四、 

cóng…kāishǐ 

1. 从 …开始 

…hé…yíyàng 

2. …和…一样 

yīnwèi…suǒyǐ 

3. 因为…所以 

cóng…dào… 

4.   从… 到… 



 

bùjǐn…yě 

5. 不仅…也 

shì…de 

6. 是…的 

 


